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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計畫中英文摘要
有鑑於中國管理議題的重要性與前瞻性，並為了協助國內年輕學者發展高品質之研究並
提升國際期刊之發表率，由國科會管一學門授權政大商學院代表台灣管理學界向 IACMR 爭
取「IACMR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a Development Workshop」之主辦權。期望藉此奠定台
灣年輕學者國際合作之良好根基，引領台灣於國際學術競爭中取得優異表現。

中國管理研究國際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
IACMR)為一國際級之學術研究組織，自成立以來積極舉辦中國管理議題相關之研討會、研
習營、演講與發行期刊等以促進中國管理領域之學術發展。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管理
議題研究之重要性日益增加，目前 IACMR 已成為中國企業管理研究最具權威性的世界級學
術研究組織，

本次活動由 8 名國際頂尖學者來台授課，並於全台招收 56 名優秀的年輕學者，以 4 天
密集式授課與分組討論。課程規劃涵蓋研究方法、計畫書寫作指導、研究理論與架構發展等。

Ever since the China’s arising, the China management related issues have rapidly gained its
importance in academic research field. In order to assist the younger scholars in Taiwan conduct
high quality publications. The College of Commerce at th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NCCU) represents the academy research of management in Taiwan to compete the hosting
school for the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a development workshop. By helping the Taiwanese young
scholars have a good start to work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Taiwan would gradually gain a
leading position in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IACMR(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IACMR) is a professional,
academic organization targeted at scholars, students, managers, and consulta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dvancing knowledge on managing organizat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ontext. The primary goal
of the organization is to promote scholarly studies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rm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international academic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
The IACMR Research Methods and Idea Development Workshop in Taiwan consisted of 56 young
scholars from 20 different universities in Taiwan and 8 topmost well-know scholars. The workshop
had 4.5 hrs lectures and 9 hrs parallel lectures in 4 days. The contents of the workshop included
research methodology enhancement, dissertation proposal development, and hypothesi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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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執行內容
(一) 前言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管理議題研究之重要性日益增加，本校商學院為建立國內青
年學者對於國際管理議題之根基，並提升學術研究品質及國際期刊發表率，特向中國管理研
究國際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IACMR)爭取於台灣
舉辦「論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研習營」，期望藉此提供國內青年學者與國際學術平台之交流
機會，同時提升台灣學術研究國際化及國際影響力。

(二) 計畫目的
中國管理研究國際學會(IACMR)為一國際級之學術研究組織，學會之主要目標為促進中
國情境下企業組織與管理領域的學術研究發展，自 2001 年成立以來即定期舉辦中國管理議
題相關之研討會、研習營、演講及發行期刊等方式以促進中國管理研究學術領域之發展。學
會以促進全球管理研究之學術發展及合作為目的，每兩年召開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期
間召集兩岸三地優秀教師及博士生，並聘請全球頂尖管理研究學者於中國舉行為期四天之研
習營，曾任美國管理學會(AOM)會長之著名學者如 David A. Whetten 與 Andrew Van de Ven
都曾擔任研習營的講師。
有鑒於台灣管理學界對中國管理議題的高度關注，並滿足台灣青年學者們於學術研究及
國際交流之需求，政大商學院代表台灣管理學界積極爭取 IACMR 2011 年研習營之參與機
會，歷經多次溝通後，決定由本院主辦與過去相同等級但規模相對小之 IACMR 首次於台研
習營─「論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研習營」，共招收 56 名研究領域隸屬國科會管理一學門一
般管理組織之優秀教師及博士生，由 David A. Whetten 等 8 位全球頂尖學者擔任研習營講
師，講授其專業領域並進行深度研討，盼藉由四天之研習營，實際提升國內青年學者學術研
究之質量及品質，增進我國學術論文於國際上的引用率，期望達到國家科學技術能量的成長
與累積。

(三) 計畫執行流程
(1) 專題授課：由 8 位國際學者依專長領域分別進行授課。
一般性課程 3 堂(4.5 小時)與分組專業課程 6 堂(9 小時)之培訓。
(2) 分組討論：由國際學者帶領學員進行分組討論，平均一位學者帶領 8 至 9 名學員給予深
度指導，共分七組同時進行，共 8 堂(12 小時)。
(3) Proposal Presentation：最後一天由學員分組進行論文計畫書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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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習營課程規劃內容：
Date/Time
9:0010:30am

July 19
Lecture 1: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cess and types of
empirical studies
(Anne S. Tsui)

July 20

July 21

Parallel lectures:
Measurements
4a: Measuring OB/HRM
constructs
(Jiing-Lih (Larry) Farh)

Parallel lecture:
Holistic research design:
Synergizing theoretical
novelty, method
rigorousnes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July 22
Discussion session 7:
Continue discussion of
proposals and finalize
research design of the
selected proposal for
presentation
(Faculty and students)

7a :Macro
(David Whetten)
4b: Measuring strategy
constructs (Brian Boyd)
10:3011:00 am
11:0012:30pm

Break Time
Lecture 2:
Choosing a research
topic, defining the
research question and
contributions
(Jing Zhou)

Parallel lecture: Survey
research

5b: micro
(Jia Lin Xie)

Lunch ／
Discussion
session 1:
Share research
interests and identify
four topics for detailed
discussion

Discussion session 3:
Each group discusses 4
proposals in depth
(Faculty and students)

I-Yu Hall

Discussion session 5:
Continue discussion of
proposals
(Faculty and students)

1:00 – 4:30 pm
Proposal presentations
4 Macro
4 Micro

Break Time
Lecture 3:
Developing theory and
hypotheses
(David A. Whetten)

5:307:00pm
7:009:00pm

11:00 – 12:00pm
Discussion session 8:
Preparation for
presentation

8b: Multi-level research
(Jiing-Lih (Larry) Farh)

3:304:00pm
4:005:30pm

Parallel Lectures:
8a: Contrastive
explanation in theory
building (Eric Tsang)

5a :macro
(Brian Boyd)

12:302:00pm
2:003:30pm

7b :Micro
(Jing Zhou)

Parallel lecture 6a:
Qualitative methods
(Chao C. Chen)
Parallel lecture 6b:
Secondary data research
(Eric W. K. Tsang)

Parallel lecture 9a:
Cross-cultural research
(Chao C. Chen)
Parallel lecture 9b:
Writing up the research
proposal
(Jia Lin Xie)

Graduation
Dinner

Dinner
Discussion
session 2:
Each group discusses 4
proposals in depth

Discussion session 4:
Each group discusses 4
proposals in depth

4:45 – 5:45pm
Lecture 10:
The spirit of science
(Anne S. Tsui)

Discussion session 6:
Continue discussion and
select one proposal for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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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成果
此次所舉辦的 IACMR「論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研習營」主要以推動台灣管理學界學術
國際化及國際交流為目標，期望我國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及國際視野皆能有所拓展提昇。此
外本次研習營活動為與中國管理研究國際學會(IACMR)的首度合作，為此本院在活動籌備及
執行上也更為詳盡縝密，盼能藉此次活動為我國管理學界與國際性學術平台建立良好交流經
驗，也創造未來更多的合作契機。

在研習課程設計上特別結合專業授課及分組討論，由每位國際頂尖學者親自引領八至九
名學員，實際指導博士論文研究計畫書之撰寫，並提供學術經驗分享各專長領域之最新發展
趨勢，使每位學員皆有充分的機會及空間與國際學者們進行直接交流討論，除了提升學習成
效外，同時來自各學校之優秀學員間彼此相互討論激盪，也激發更多的思考方向。研習活動
之實質成果則展現於活動最後一天的論文計畫書分組簡報，藉由正式的簡報會議，學員們呈
現於四天研習營中之成果，再由國際頂尖學者給予實際回饋及分享，使學員們收穫良多。

由 IACMR 所提供的學員意見調查問卷中顯示，學員們對於此次研習營活動的滿意度極
高，不論在課程、教學或研習活動整體的規劃上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更有學員表示這是他
們參加過水準最高的學術活動，學員們表示希望將來能有機會再參與由政大商學院或
IACMR 舉辦的相關活動。相信學員們在經過此次研習營的參與後，對於未來在論文研究品
質上皆會有實質的提升，增進我國論文在國際上之引用率及對社會之貢獻，促進管理一學門
之持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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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計畫執行自評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
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
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
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論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研究方法為高品質論文之基石，本次 IACMR 研習營透過當代主要研究方法之課程教學
與指導，結合論文撰寫技巧訓練，實際提升與會學者之研究品質，增進論文在國際上之引用
率與提升對社會之貢獻，同時藉由本次研習營，促進與會年輕學者間建立起學術社群，尤其
是建立發展國際學術合作之聯繫，藉此達到社群間之經驗傳承，培育優質年輕學者，以促進
管理一學門之持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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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所舉辦的 IACMR「論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研習營」主要以推動台灣管理學
界學術國際化及國際交流為目標，期望我國青年學者在學術研究及國際視野皆
能有所拓展提昇。此外本次研習營活動為與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IACMR)的首
度合作，為此本院在活動籌備及執行上也更為詳盡縝密，盼能藉此次活動為我
國管理學界與國際性學術平台建立良好交流經驗，也創造未來更多的合作契機。
其他成果
在研習課程設計上特別結合專業授課及分組討論，由每位國際頂尖學者親自引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 領八至九名學員，實際指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之撰寫，並提供學術經驗分享
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 各專長領域之最新發展趨勢，使每位學員皆有充分的機會及空間與國際學者們
得獎項、重要國際合 進行直接交流討論，除了提升學習成效外，同時來自各學校之優秀學員間彼此
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 相互討論激盪，也激發更多的思考方向。研習活動之實質成果則展現於活動最
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 後一天的論文計畫書分組簡報，藉由正式的簡報會議，學員們呈現於四天研習
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 營中之成果，再由國際頂尖學者給予實際回饋及分享，使學員們收穫良多。
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
列。)
由 IACMR 所提供的學員意見調查問卷中顯示，學員們對於此次研習營活動的滿
意度極高，不論在課程、教學或研習活動整體的規劃上都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更有學員表示這是他們參加過水準最高的學術活動，學員們表示希望將來能有
機會再參與由政大商學院或 IACMR 舉辦的相關活動。相信學員們在經過此次研
習營的參與後，對於未來在論文研究品質上皆會有實質的提升，增進我國論文
在國際上之引用率及對社會之貢獻，促進管理一學門之持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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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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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工作坊
電子報、網站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量化

0
0
0
0
0
0
0
0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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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
、是否適
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研究方法為高品質論文之基石，本次 IACMR 研習營透過當代主要研究方法之課程教學與指
導，結合論文撰寫技巧訓練，實際提升與會學者之研究品質，增進論文在國際上之引用率
與提升對社會之貢獻，同時藉由本次研習營，促進與會年輕學者間建立起學術社群，尤其
是建立發展國際學術合作之聯繫，藉此達到社群間之經驗傳承，培育優質年輕學者，以促
進管理一學門之持久發展。

